
秒 天灾

1月11日晚，记者从青海省
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青
海门源6.9级地震烈度图正式发
布。烈度图显示，此次地震最高
烈度为Ⅸ度（9度），面积约157平
方公里。

2022 年 1 月 8 日 1 时 45
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
源回族自治县（北纬37.77度，
东经 101.26 度）发生 6.9 级地
震，震源深度10公里。

青海省地震局副局长马玉
虎介绍，此次门源地震造成地
表破裂约22公里，Ⅸ度（9度）

区面积约157平方公里，主要涉
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皇城蒙古族乡、苏
吉滩乡，祁连县阿柔乡、默勒
镇。等震线长轴呈北西西走
向，长轴约 200 公里，短轴约
153公里。

地震烈度主要反映地面及
房屋等建构筑物遭受地震影响
破坏的程度，包括建筑物破坏、
自然景观变化等。我国烈度分
为12个等级，等级越高，破坏越
重。其中烈度六度及以上建筑
物会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青海门源6.9级地震烈度图发布，最高烈度达9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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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
局新闻发布会获悉，自2020年
12月5日公安部部署开展集中
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专
项斗争以来，全国共侦破妨害国
（边）境管理犯罪刑事案件1.8万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万余

人，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4.7万
余人；打掉偷渡犯罪团伙2497
个，捣毁各类中转窝点797处，
查扣涉案交通运输工具2288辆
（艘），查处涉案中介机构、企业
1116家。专项斗争取得了丰硕
战果。

集中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战果丰硕
一年破案1.8万余起，抓获4.8万余人

秒 教育

椴木孢子粉:1000元/斤，买3斤送1斤。
孢子油组装：5瓶/2000元。100粒/瓶，0.5克/粒。三萜21.6

安徽大别山孢子油
自产自销 货比三家不吃亏

批发部：崇宁路17号4楼（检察院西隔壁）电话：82700029（大别山老王）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新光嘉园8号-2至8-10三楼商铺的资产招租公告
标的物：无锡市新吴区旺庄新光嘉园 8 号-2 至 8-10 三楼商
铺，房屋建筑面积共365.25平方米。
经营业态：商铺（餐饮除外） 租赁期限：3年
其他条件：年租金不低于8.2万
公告日期：2022年1月8日至2022年1月14日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82706582、13921115128

冬虫夏草48元/克起
中山路崇宁路交叉口万达酒店一楼82759166

苏和堂南禅寺店（解放南路701号/朝阳公交停车场旁）400-102-0026
苏和堂即食海参9.9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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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街道
中心幼儿园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2年
1 月13 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 ：82727556
特此公告。

2022年1月13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街道
谈渡老年康复院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2年1月13日起90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 ：82727556
特此公告。

2022年1月13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映月天地商业广场1号楼201、
202、203无锡拾月拾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已退铺终止履行合同，上述老
板见报后 15 天内办理原餐饮店内
燃气封户手续，如果逾期未办理的，
本单位将依据相关条例解除其享有
的权利，按规定办理封户手续！

无锡恒廷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公 告

●遗失苏BW200挂道路运输证
正副本，锡320206000290，作废

●失WUXP004W徐嵩燕执业证
号00001532000080102020032036

●遗失苏 BN6323(黄)道路运
输证：锡320206001646作废●遗失苏 BX0605 锡 06328371
道路运输证废

82767591广告热线
●遗失新区时江亚洗衣保养店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古春晶遗失2016年6月签发
的身份证编号36222619881105
0672，声明作废●无锡市培菁阁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遗失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教民23202137ZX02139号，声明作废●无锡市外国语学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编号：
苏锡社证字第0540号，声明作废

两年前的年初五，朱老伯突发腰椎
病，牵拉着脚痛、麻，下不来床，医院要
求手术，后来通过治筋解决了问题，如
今老伴黄阿姨也患上了腰椎病，他就带
老伴找到了3个上海名医在无锡开的医
院，请谭氏筋伤中心王杰主任看病。

朱老伯回忆，原本自己痛得受不
了，想去手术，是 90 多岁的老母亲和
远在国外的女儿，怕手术风险太大，极
力劝阻。没想到在女儿介绍的易可中
医医院，通过治筋让他“免挨了一刀”，
而且当时 2 月治疗，5 月他就去爬了华

山。现在老伴患病，他第一时间想到
了王主任。

经过王杰手诊后发现，黄阿姨是
因为长期劳累造成筋的劳损，再加上
最近受了风寒，出现了腰椎病的症
状。王杰介绍，颈肩腰腿痛怪筋不怪
骨，在谭氏筋伤中心，以高频电火花为
主，辅以谭氏肌松系列内外用药、透骨
熏蒸、筋膜刀、透药等方式，通过三阶
段系统治筋，同时解决深筋浅筋问题。

上周黄阿姨已结束治疗，他们全
家都很开心，终于能无痛过年。

曾患腰椎病，被判手术
如今带老伴来易可“治筋”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
宋莉1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到
2025年，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

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托育服务新需
求。

近期，湖北牵头19省联盟中成药
集中带量采购开标。这是全国首次中
成药联盟集中采购。根据19省联盟年
度需求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约药品费

用超过26亿元。 （中新财经）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11日发布最新
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 5.5%，2022 年增长

4.1%，均较此前预测下调0.2个百分
点。 （中新网）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11.56亿元

今晚双色球第 2022006 期开
奖，2元可中1000万元。本期号码
预测分析：上期和值95点，大幅下
滑，本期可关注和值反弹回升，区间
在110-130之间。上期落号开出1
枚，落号奖号连续4期开出，本期可
关注1尾数1枚落号开出。上期无
连号开出，连号奖号连续2期未开
出，后期有走热趋势，本期可关注大
数区域二连号。上期蓝球开出16，
本期关注2路号开出。

本期综合推荐（10+2）：02、08、
10、13、14、17、20、22、29、31+11、
14。 （仅供参考）

为骆驼选美服务
沙特骆驼酒店别具特色

骆驼是沙特阿拉伯人的亲密伙
伴，首都利雅得以东的沙漠小镇鲁马
赫每年举办骆驼选美比赛。这里开设
了一家专门服务参赛骆驼的酒店，为

“客人”提供美味饲料、舒适环境，还有
梳理毛发等“贴身”服务。

据法新社11日报道，塔
特曼酒店号称沙特第一家骆
驼酒店，位于阿卜杜勒－阿齐
兹国王骆驼节举办场地附
近。骆驼节的一项盛事就是
骆驼选美比赛。

这家酒店是建在露天场
地上的骆驼厩，有120个“房
间”，分“单间”和“双间”两
种。50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悉
心照顾“客人”，给它们喂食、
为它们清洗和梳理毛发。

骆驼选美奖金丰厚，一些
人为此不惜给骆驼嘴唇、驼峰
和尾巴注射肉毒杆菌，以提高
骆驼“颜值”，并将这样的骆驼
租给不知情的人带去参赛，谋
取高额租金。

1公里宽小行星
即将与地球“擦肩而过”

一颗最宽处约1公里的小行星18
日将与地球“擦肩而过”，但不会对地
球构成威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日报
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地天体研
究中心预测，这颗代号“1994 PC1”的
小行星正在以大约每小时7.62万公里
的速度移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8日
16时51分（北京时间19日5时51分）
与地球“擦肩而过”，与地球最近距离
约为193万公里。

报道说，在这个距离，小行星不会
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它今后
200年内也不会再如此近距离“造访”
地球。天文学家1994年首次发现这
颗小行星。

科学网站EarthSky.com消息说，
人们当天不可能肉眼看见小行星，但
使用小型望远镜或可观测到。

先前不时有小行星“近距离”造访
地球。不过，天文学意义上的“近距
离”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公里。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通
知明确，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
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保证
2022 届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
范毕业生全部安排到中小学校
任教。

通知还要求，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在
核定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额内，
提前安排、准确核查接收公费师
范生编制计划，统筹本地区中小
学教师岗位需求，于2022年1月
7日前将本省（区、市）公费师范
生就业岗位需求信息通报给部
属师范大学，同时在相关网站或
平台公开发布。

日前，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
购办公室发布通知，第六批国家
药品集采（胰岛素专项）中选结果
于2022年5月实施，具体执行日
期以各地发布通知为准。

截至目前，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已经成功开展6批，
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3％，涵盖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慢性乙肝
等慢性病和常见病的主流用药。

近年来，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不断推
进。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用市场化机制有效
挤压了医药价格虚高，截至去年
底累计节约医保和患者支出
2600亿元，同时也促进了医药企
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
提高质量上。

秒 医卫

第六批国家药品集采中选结果于2022年5月实施

教育部：
2022届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
全部安排到中小学校任教


